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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现实
当
“开心农场”
姻本报记者 甘晓
近日，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北京农众物联
尽管正处寒冬，
各
植物工厂的 3 层大楼里看到，
种绿叶、茄果类蔬菜整齐地布置在一层层铁架
上，
在 LED 光源照射下茁壮成长。这些植物生
长所需的二氧化碳则来自于食用菌生长。
在这里，曾经风靡一时的游戏“开心农
场”
也变成了现实：
种植者不仅可以使用手机
软件远程操控浇水、施肥、光照等农务，还可
以设置智能“托管”
。
能高效利用资源，
专家指出，
“植物工厂”
与物联网技术结合，有望逐步推动我国农业
产业化、
工业化、
现代化的发展。

设施农业迎春天
据统计，过去 10 年，我国粮食消费增加
了 1000 多亿斤，蛋类增加了四成，肉类增加
了五成。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正在进一
步加剧，
农产品生产正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巡视员胡恒阳
看来，利用人工建造设施开展农业生产的设
施农业，有望破除农产品消费与生产的矛盾。
“设施农业利用人工建造的设施，在同样的土
地上产出数倍农业产品，将是我国农业的重

要发展方向。”
植物工厂便是设施农业中的典型代表。
根据日本植物工厂学会的解释，植物工厂是
通过设施内高精度环境控制，实现农作物周
年连续生产的系统，
是一种科技高度密集、不
受或者很少受外界自然条件制约的全新作物
是资源集约型农业生产模式。
栽培模式，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贺超兴表示：
“植物工厂的优点在于，它可以
大幅提高单位土地利用率、产出率和经济效
具有生产计划性，使农产
益，自动化程度高，
品安全无污染，
生产操作省力。同时，可以在
极端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生产，有利于农
业摆脱资源与环境的限制，实现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
1 月 17 日，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北京农
众物联植物工厂正式建成并投产运营，目前
已建成部分单体总面积为 2.6 万平方米，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工厂。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植物工厂概念和技
术的不断发展，
我国将迎来设施农业的春天。

加快物联网布局
在植物工厂里，
“开心农场”游戏随着物
联网的应用而变成现实。

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孙忠富指出，农业物联网的应用是
植物工厂实现创新的重要技术支撑。
农业物联网在应用中，技术人员将大量
的传感器节点构成监控网络，通过各种传感
器采集信息，帮助农民操控农务、及时 发现
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
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
化同步”的道路，
而农业物联网则被认为是农
业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支撑，是农业现代化发
展的突破口。
由于具有高度自动化和全天候生产的功
能，植物工厂已成为农业物联网示范的有利
场所。农众物联科技公司负责人姚旭介绍，农
众物联植物工厂采用电脑自动化控制、云端
辅助视频储存等技术，
实现了智能滴灌系统、
肥水一体化补给系统、
智能光源补光系统、云
端可视溯源系统、App 全视窗操作系统等。
专家认为，未来，植物工厂 应进一步 加
快农业物联网的布局。“一方面要加快各类
传感器的应用，准确收集温湿度、pH 值、二
氧化碳、太阳辐射等数据。”孙忠富认为，
“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远程控制设备的使用，
实现远程温控、通风、灌溉水肥一体化，甚
至自动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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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中国科大
本土化技术成瓶颈
在姚旭筹建植物工厂的过程中，他都感
到，制约我国植物工厂快速发展的瓶颈正在
本土化技术上。
姚旭发现，由于国内植物工厂标准化体
系的不健全，使很多配套技术和机械设备生
产不规范、不匹配，通常导致“大马拉小车”
现象。
“过多地使用价格昂贵的进口设备，生产
成本增大了几十甚至数百倍。”他说。例如，一
套进口温控制导系统虽然能调节温度变量在
0.01 摄氏度，
但对产量的贡献却微乎其微。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通过积极开展自主
技术研发，大幅降低了植物工厂的建设成本
和运营成本，将植物工厂每平方米造价降低
至国外同等水平的 1/10。例如，国外进口的
LED 植物生长补光灯每根价格近 3000 元，而
他们自主研发的双灯带变频式红蓝光植物专
用补光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价格降低了
九成多。
对此，农业部办公厅副巡视员江文胜也
指出，植物工厂想要从实验室和示范基地向
广大农村全面推广，必须要把先进技术和我
国的农情有机结合起来，
“和农民建立一种利
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
益连接的机制，

揭示绿脓杆菌传播机制
本报讯（记者杨保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
质科学国家实验室金帆教授课题组近日在绿脓杆菌传播机
制方面取得新突破，对于理解绿脓杆菌对器官组织（通常为
软表面）造成感染的初始机制具有重大意义。该成果近期发
表在《自然—通讯》。
绿脓杆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机会性致病菌。它对多种
抗生素具备耐受性，且可轻易黏附在各种医疗器械及伤口
表面，在医院内发生的致死急性感染约 90%以上都来自绿
脓杆菌的感染。另外，绿脓杆菌可在囊肿纤维化病人肺部形
成多细菌的聚集体，造成无法治疗的慢性感染导致患者肺
衰竭死亡。可以说，绿脓杆菌是免疫缺失患者，如重度烧伤
患者、艾滋病患者和囊肿纤维化患者的头号杀手。
目前国际上关于绿脓杆菌抗菌表面的研究很多，但一
般关注于表面的物理化学修饰以减少细菌表面黏附达到抗
菌效果，对其如何黏附到像皮肤这类软表面以及在软表面
上传播的机制还不清楚。
金帆课题组发现，在软表面爬行的绿脓杆菌可利用其
菌毛的伸展和收缩，实现高速弹射运动，使表面的有效黏度
极大降低，从而减小细菌爬行时的阻力。这种独特的适应机
制可以极大帮助细菌在软表面上扩张，大大增加了细菌在
各种软组织表面，例如烧伤表面上形成细菌聚集体的可能
性，从而造成无法治愈的感染。

中科院城环所

简讯

揭示紫外消毒存健康风险

中关村丰台科技园
为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

本报讯（记者陆琦）日前，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水质
安全与水处理微生物学研究组在研究中，揭示了紫外消毒
的潜在健康风险。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
杂志上。
培养法是水厂检测各种微生物指标时使用最为广泛
的方法，而细菌 VBNC 状态的存在势必会使这一方法低估
水中细菌，包括病原菌的水平，对饮用水的生物安全造成极
大威胁。紫外消毒技术因其具有操作简单、无有害副产物、
经济高效等优势，在水处理中越来越广泛被应用。然而，迄
今为止对于紫外辐射诱导病原菌进入 VBNC 状态的研究
非常有限。
研究人员开展了紫外处理对于大肠杆菌和铜绿假单
胞菌 VBNC 状态的诱导现象的研究，发现紫外消毒能够有
效降低两种病原菌的可培养性，然而反映其活性的 16S
rRNA 基因的转录水平却均没有显著变化，从而证实紫外
辐照能够诱导两种病原菌进入 VBNC 状态；同时，两种毒
性因子依然能够高表达，说明进入 VBNC 状态的病原菌依
然具有致病性。
他们对两种进入 VBNC 状态的病原菌进行复苏实验，
发现在适宜的温度和营养条件下，两种病原菌均可复苏，
并且大肠杆菌显示出更强的复苏能力。
研究结果系统地揭示了紫外消毒的潜在健康风险，研
究人员强烈建议将紫外消毒与其他工艺相结合，保证饮用
水的生物安全性。

本报讯 1 月 30 日下午，中关村丰台
科技园区驻区企业院士专家 工作站授 牌
暨工作站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国工程院院
士侯立安、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周立军等人
出席了会议。
周立军 为北京优 盾环境 工程 有限 公
司授牌，建站企业领导为进站院士专家颁
发聘书，丰台科技园领导为 2014 年新建
院士专家工作站的 3 家企业 颁发建站 补
贴和人才引进补贴。
2014 年丰台园院士专家 服务中心 获
得优秀院士专家服务中心荣誉称号，4 家
已建站企业获得优秀院士专 家工作站 荣
誉称号。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建立 85 家院士
专 家 工 作 站，10 家 院 士 专 家 服 务 中 心 。
（倪思洁 郭爽）

山西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创建活动
本 报 讯 记 者 在 1 月 27 日 召 开 的山
西农业工作会议上获悉，该省正式启动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并确保于年底
前在所有县建立起 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
机构。
该省将在 90%以上的农业县（区、市）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全面推进
农业标准化生产，强化对农产品生产和收
贮运全程监管，加强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建
设和应急机制建立，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
抽检合格率达到 98%以上。该省目前已对
115 个涉 农县（区）的 120 多 名 县级 农 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负责人 及业务骨 干
进行了集中培训。
（程春生）

复旦大学将教学质量
与职称收入挂钩
本报讯 1 月 28 日，记者从复旦大学介
从今年开始，
该校不论是对院
绍会上获悉，
系还是对老师进行教学绩效考核时，将更
加兼顾质和量两方面的内容，尤其在考核
院系教学质量时，将课程教学质量、
教学投
入、教学研究和改革、教学管理等作为“增
分减分”
指标列入考核内容。
据悉，未来该校还将逐步增加学生培
养质量在绩效中的比重，2015 年这一比例
将增加到 40%以上。2014 年教学质量绩效
的总额超过 7000 万元，2015 年的总额还将
继续增长。
该校生命科学学院
“80 后”
教师吴燕华
因获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理
科组一等奖，
近日在破格申报副教授时，获
高票通过，成为这一制度的首位受益者。
（黄辛）

第三届“金博奖”揭晓
本报讯 1 月 30 日下午，由中国民营
科技促进会博士工作委员会、广东博士创
新发展促进会主办的第三届“金博奖”颁
奖典礼在佛山市南海区举行，陈填烽、陈
思恩、胡清等 12 名博士分别获得第三届
“金博奖”社会发展之创新、创业和公益突
出贡献奖。
第三届“金博奖”以“展示博士风 采、
提倡科技创新、引领 创业风尚、建设和 谐
社会”为主题。“金博奖”始创于 2011 年，
也是我国首个专门奖励 和鼓励博士 开展
创新、创业、公益等工作的非官方奖项。
（朱汉斌 梁春仪）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2 月 1 日，浙江省杭州市，读者在观看由 3D 打印机打印出的 3D 玩具手枪。
当日，位于杭州的浙江图书馆举办为期一周的 3D 打印科普活动周，吸引了不少读者的好奇目光。据了解，
本次科普周由杭州一家 3D 打印设计公司提供 3D 打印设备，读者只须提前预约就可以得到免费的自身头像
的 3D 模型。
3D 打印是一种快速成型技术，它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黏合材料，
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
CFP 供图

陆汝钤、
张钹获 2014 CCF 终身成就奖
本报讯（记者计红梅）1 月 31 日，以“责
任·创新·奉献”为主题的中国计算机学会
（CCF）颁奖大会在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汝钤和张钹获得 2014 CCF 终身成就奖。
陆汝钤在知识工程和基于知识的软件工
程方面做了系统、创造性的工作，是中国该领
域研究的拓展者之一。张钹参与创建了清华
大学“人工智能与智能控制”研究方向，提出

了基于统计推断的启发式搜索、基于拓扑的
空间规划等新方法。CCF 名誉理事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李国杰为他们颁奖。
此外，CCF 在 2014 年首度 设立 了 CCF
杰出女计算机工作者奖。带领团队研制出中
国首台全部采用自主开发的国产 高性能多
核处理器构建的“神威蓝光”千万亿次计算
机系统的江南计算所研究员黄永 勤成为首

位获奖者。
当天，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陈云霁等 3
人获得 2014 CCF 青年科学家奖。南京大学高
尉等 10 位博士获得 2014 CCF 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奖。北京大学教授李晓明、国防科技大学
教授齐治昌获得 2014 CCF 杰出教育奖。浪潮
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获得 2014 CCF 计算机企
业家奖。

中国地科院举行 2015 年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中国地质科学院2015
年度工作会议1月29日在京举行。据该院副院长
王小烈介绍，去年该院承担科技项目1193项，总
经费10.62亿元，比2013年增长5.46%。发表学术
论文1117篇，
同比增长16.6%。
会议还展览了 2014 年度地质科学十大进

展，分别是：新思路引领松辽外围突泉盆地火
山岩覆盖区钻获轻质原油；4500 米级深海无人
遥控潜水器“海马号”海试成功；构造岩相带新
认识指导西藏罗布莎铬铁矿找矿实现重大突
破；科技引领钾盐找矿突破取得重要进展；我
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建立全流程现代化取样分

身教授林海帆介绍，活动旨在为国内高中生
搭建起与世界知名学者交流的有效平台，培
养他们对科学的热情、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而此次活动以生命科学为主题，则是力图
向学生们展示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
评委会成员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
指出，训练营的交流活动为准备步入科学殿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在纳米
二氧化铈表面化学行为与其化学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方
面获得进展，相关结果发表于德国《应用化学》。
纳米二氧化铈是最重要的一种稀土纳米材料，研究表
明，纳米二氧化铈具有很高的表面活性，使其不仅可用作
工业催化剂，亦有望作为生物模拟酶用于生物医学领域。
但与成熟的工业应用相比，其生物医学应用尚处于萌芽阶
段。其中一个主要的瓶颈问题是具有生物模拟酶活性的纳
米二氧化铈必须满足粒径小于 5 纳米等条件，而这样的纳
米颗粒往往不符合生物医学应用的要求，或者在生理条件
下极易失活。
该所多学科中心环境毒理组的科研人员发现，通过与
电子供体发生电子转移，可以使原本不具有模拟酶活性的
纳米二氧化铈活化，获得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且活性远
远超过天然酶。利用这种方法，不同尺寸和形貌的纳米二
氧化铈均可以被活化。
该工作揭示了纳米二氧化铈表面化学行为与其化学
形态之间的关系，为新型纳米酶的设计提供了基础，将有
力推进纳米二氧化铈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实际应用。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
析技术体系；发现世界最大幻龙头骨及水下觅
食足迹；华夏地块龙泉地区发现亚洲最古老锆
石；揭示华北古老大陆地壳结构及演化过程；
采用高精度综合探测技术首次实现我国管辖
海域 1100 万海洋区域地质调查全覆盖；汶
川地震断裂作用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与大师同行”训练营举行
本报讯（记者甘晓）1 月 28 日，
“与大师同
行”训练营活动在汕头大学举行。由多名院士
组成的评审专家组从全国各地挑选出近百名
优秀高中生，与来自全球各地的七名科学家
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交流。
本届训练营以“生命科学与未来”为主
题。活动负责人、汕头大学校董兼耶鲁大学终

为新型纳米酶设计
提供基础

“在科学家的带
堂的青少年学生提供了指导。
领下，学生们会理解什么是科学家应有的思
维方式和实事求是的行为准则。”她说。
据悉，该训练营于 2012 年创立，由李嘉
诚基金会出资主办、教育部和广东省人民政
府支持、中国教育学会协办、汕头大学承办，
至今已举办过三次活动。

成功研制
X 射线脉冲星模拟源
本报讯（记者张行勇）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历时五年，研
制成功三代“X 射线脉冲星模拟源”，于 2015 年 1 月 17 日
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主持的成果鉴定。
鉴定会由总参西安测绘所魏子卿院士担任组长、总装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欧阳晓平院士担任副组长。该项目首次
提出并研制成功基于栅控 X 射线管的 X 射线脉冲源，能
够产生 X 射线脉冲星的脉冲轮廓，实现了任意波形脉冲产
生。鉴定委员会认为该成果技术先进，具有原创性，且得到
实际应用，其整体性能指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具有重要
的应用前景和经济、社会效益。
射线脉冲星是一种高速旋转的致密中子星，作为宇宙
中的自然天体，它们不断辐射稳定的、可预见的、周期性的
X 射线脉冲信号，因而可以作为天然信标，在航天、天文科
学研究和工程等领域有重要应用。

